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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漯公路谭庄段可耕地上建房成风
谭庄镇村民王某"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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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!近期!不少村民在周漯公路两

侧可耕地上违规建房!相关部门对此事置若罔闻" 当地村民对违规建房一事

是怨声载道" 村民讲!周漯公路西起郭庄东到赵庄!有十五六处正在建房!有

的在打地基!有的上楼板!有的在粉墙!也见国土部门的人来过!后来不知什

么原因就让建了!据说是国土部门罚点钱也就默认了"一村民说!建这些房子

都是给相关部门#打点过$的!不然的话国土部门会给他们#开绿灯$吗%

严控占用耕地红线!政府相续出台相关政策法规!为何国家的政策法规

在这里成了一纸空文%是执法力度不够%还是相关部门得了好处!睁一只眼闭

一只眼%

美好家园住着闹心
川汇区王先生"电话

&$"%%%%%%%%

$!建安路亚新美好家园是一经济适

用房项目!住户上千!居民几千人& 该项目本是政府关注民生'服务弱势群体

的一个窗口!但几个月来频繁停电'垃圾遍地的现象让居民怨声载道"美好家

园存在着电力设施归属不清'无物业管理'业主委员会委员资格问题!这些问

题希望市住建局'开发商和川汇区颍河社区等共同商讨!尽快解决"

新火车站应加强管理
川汇区李先生%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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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!本来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周口火车

站!却被站前广场上的商贩搞得乌烟瘴气!这些商贩原来都在广场外面!春运

期间趁城管放假全跑广场里来了!特别是下午更是煞风景" 建议有关部门关

注一下这些问题!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!既不影响人家的饭碗!又不损害咱们

周口的形象"

商水东关牛马交易市场臭气熏天
商水县张先生"电话

&$(%%%%%%%%

$! 商水县城东关的牛马交易市场

"#$%

年修好的水泥路总共才
&

米宽!可是那些人把牛'马拴在这
&

米宽的路

上!过个机动三轮车都困难" 最严重的就是空气污染问题!路上到处都是牛'

马的粪便!冬天还好点!一旦到了夏季!我们这片的居民就把门窗全部关着!

屋里还是有股臭气!简直像在厕所里生活一样"请有关领导关注一下!还我们

这片居民一片清新的空气吧(

!本报记者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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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走近河南省润锋基防水防腐集团公司董事长龚富强
记者 侯俊豫 文

'

图

奥运会游泳场馆水立方$ 中央电视

台新址等建筑作为北京标志性建筑%闻

名全国& 这些建筑和'防水之乡(项城紧

紧连在了一起%确切地说%是承接这些建

筑防水工程的项城人龚富强让它们连在

了一起&

"

月的一天上午%北京艳阳高照%记

者一行如约来到大兴区的一座现代化商

务楼的第
(

层%出了电梯%一个上写'河

南省润锋基防水防腐集团有限公司(的

玻璃隔成的办公区%呈现在记者面前&走

进大门%阳光透过玻璃照射进房间内%静

静地落在地板上
)

宁静而祥和& 一位中等

身材$衣着朴素的中年人%见到记者一行

赶忙起身并握手说)'我一直在等你们*(

这位中年人就是河南省润锋基防水

防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龚富强% 今年

&*

岁%是项城市孙店镇龚堂村人& 就是

这个'防水村(走出的'领头雁(%用短短

"+

年时间%完成了从一个打工仔到年产

值十几亿的企业集团老总的华丽转身&

&)

捆卷材扛上
#*

层楼顶

'

$,(-

年%我读完高中后%家里经济

条件不允许再继续读书%为了能挣些钱%

改变贫困状况% 便跟着一个熟人来到北

京做防水++(龚富强介绍%他当时的想

法很简单###就是干几年防水挣些钱%

回家盖房子和娶媳妇&

'当时 % 人们称干防水叫 ,搞沥

青-% 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% 防水和沥

青有分不开的关系&( 龚富强说% 刚到

北京时 % 他和同村的几个人没有地方

住% 也没钱租房子% 就随便找个废弃房

子居住% 这样就不用交房租了& 白天干

活时% 他们三个人一组% 而他负责熬沥

青$ 掂浇壶 !浇沥青用的容器"% 有时

候还得扛油毡 $ 铺油毡 & 夏天天气炎

热% 可龚富强不得不顶着烈日% 坐在火

炉边熬沥青% 沥青冒出的浓烟和刺鼻的

气味% 让他无法睁开眼睛&

'一般做防水都是在楼顶$ 屋顶上

做%这就要求把油毡搬到楼顶上去%一卷

油毡
,+

多斤%那时的大楼几乎都没有安

装电梯%得扛上去& (龚富强回忆%一次%

他和工友到一家单位楼顶做防水%

%+

层

高的楼竟没有电梯% 这可急坏了一同去

的几个工友&

'怎么把防水卷材弄到这么高的楼

上去呢.('既然接下这活%就得想办法给

人家干好%就是扛也得把卷材扛上去* (

就在大家拿不定主意时% 年轻的龚富强

坚定地说& 龚富强用肩膀扛着卷材一卷

一卷往
%+

层楼顶扛%从大清早一直干到

下午%硬是把
$-

卷卷材全部扛上楼& 看

着铺好的楼顶%龚富强欣慰地笑了%全然

忘记了疲惫&

'那时候%我凌晨
%

点半就起床收拾

工具熬沥青/ 中午大部分在工地上凑合

着吃%一盒米饭就能撑一天/晚上回到住

处已经很晚了%倒下就睡&(龚富强回忆%

当时%就这样一个月下来%每个人平均得

到了
$++

多元工钱&

工伤之后渴求新技术

这段在北京打工的日子让龚富强记

忆忧新%至今%他的手上还有打工时留下

的伤疤&

'你看%这个伤疤就是干活时被沥青

烧伤的&(龚富强说%一次%他在一个工地

的楼顶干防水工程
)

楼顶的风太大了%耳

边满是风声& 当龚富强一只手提着装满

滚烫沥青的浇壶往下倾倒沥青时% 不幸

的事情发生了% 沥青被吹到了龚富强的

另一只手上&'啊呀%不好++(感到钻心

的疼痛后% 龚富强立即把浇壶往地上一

扔%赶紧跑到了背风处&一同干活的工友

跑了过来%把他送到医院救治&

经过治疗%龚富强的手保住了%可是

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息%才能逐渐康复&于

是%龚富强回到了老家龚堂村&

在家养病期间%他并没有闲着%不断

地查找资料%了解新的防水知识和技术&

当他得知外地已开始用新型卷材进行防

水施工的消息后%他兴奋不已%并下决心

要去学习这项技术&

'熬沥青%不仅污染环境%而且不安

全%弄不好就会烧伤人& (龚富强逐渐意

识到%沥青防水技术已经落伍了%要想有

更好的发展
)

就必须掌握新的防水技术&

等到手稍微好些后% 他远到大庆市学习

当时比较先进的防水技术###

./.

卷材

热熔技术&经过半年的认真学习%他熟练

掌握了这项新的防水技术&

怀揣新技术闯市场

学到新技术后% 龚富强来到濮阳一

个建筑工地做防水% 当时跟着他一起来

的还有
$+

多名同乡& 在濮阳%龚富强第

一次运用了新防水技术& '当时%在防水

施工上%

./.

卷材技术掌握和使用者较

少%我就尝试着用这种新技术做防水%没

想到第一次就获得成功& (龚富强说&

随后%龚富强怀揣着新技术%奔走建

筑工地%承接防水工程& 龚富强说%

$,,"

年% 中国和亚洲一个国家要在北京合作

建设一个环保中心项目% 当时承接这个

项目的一个老板知道他掌握有
./.

卷

材热熔防水技术后%主动跑到他的家里%

请他去做这个项目的防水工程&

'你到北京来做防水%我一个月给你

$+++

元钱++( 得到这位老板的承诺

后% 他带着家乡的
$+

多个人来到了北

京% 凭借自己掌握的技术赢得了建筑商

的认可& '一个月
$+++

元钱的工钱%在当

时已经是高薪% 其他人都是一个月
-++

元% 这比我以前在其他工地做防水的工

钱高出很多& (龚富强说&

创业之路越走越宽

'跟着别人干%虽然当时的工资已经

涨到每个月
"+++

元% 但赚不到大钱%还

是自己干有大发展++( 龚富强开始自

己承包防水工程&

$,,0

年%龚富强从北

京回到了老家% 把自家的房子重新盖起

来后%找到了一位做监理工作的朋友%请

他给自己找点活干% 这位朋友爽快地答

应了& 这让龚富强喜出望外&

'朋友给我介绍了北京清河家园小

区的防水工程%我当时连做预算都不会%

让我报预算时% 我就按照市场的最低价

格报了& (龚富强介绍%对方一听就爽快

地答应了%第二天就签了合同%经过
$+

多天的施工% 他带着一班老乡赚到了
$

万多元%这是他独自'挑大梁(收获的第

一桶金&

随后% 龚富强带领施工队陆续接了

一些防水工程项目& 凭借对工程质量的

严格要求%他逐渐在防水行业有了名气%

仅
$,,-

年一年% 他就接了
$+

多个防水

工程项目%赚了
$+

多万元&

'当时%我干过的工程项目都是一些

小工程% 还没有接过国家重点工程%于

是% 承接国家重点项目成了我的一个梦

想& (龚富强说%

$,,(

年%通过那位监理

朋友的介绍% 他承接了一个大工程防水

项目%当时大家都称这个项目为'苏州桥

项目(%凭借过硬的技术%他做的防水工

程得到了大家的认可&

就这样% 龚富强带着施工队在全国

各地承接建筑行业防水工程& 在完成一

定的资本积累后%龚富强于
"++%

年
-

月

成立了企业集团###河南省润锋基防水

防腐集团有限公司%全国各地有
$,

个公

司分支机构%正式迈上集团化发展道路&

水立方防水通过国际标准验收

成立集团后% 龚富强对工程的质量

和防水技术要求更高了%为此%他还专门

到国外学习防水技术&

"++*

年%他跟随

国内一个防水行业的交流团到日本学

习&在那里%他见到了国外先进的防水技

术%并对一种'自粘卷材(的防水材料产

生了浓厚的兴趣& '这种自粘卷材操作

简单%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先进的& (龚富

强介绍%在日本的
-

天时间里%这种新型

卷材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&

一次% 在北京一家大医院进行施工

的建筑商主动上门找到龚富强% 请他去

'救火(&原来%该建筑商已经找人做了地

下室的防水工程%用了很多方法%但地下

室还是渗水&到现场后%龚富强觉得自粘

卷材做这类防水再合适不过了%于是%他

让人买来自粘卷材重新做防水工程%很

快%渗水问题被克服&

在学习先进防水技术的同时% 龚富

强的集团公司先后与中国建设总公司$

中建一局$中建二局$中建六局等单位合

作承接了奥运会游泳场馆水立方$ 中央

电视台新址$中国建筑文化中心$中国海

洋石油大厦等多个标志性建筑工程防水

施工项目&

龚富强说%自从他干防水以来%工程

质量要求最高的就是奥运会游泳场馆水

立方防水工程了& 防水工程质量不但要

滴水不漏%还要环保&他带领工友们使用

国际上最先进的防水技术进行施工%最

后% 各个施工场地的防水工程全部通过

国际最严格的标准验收& 在为成功举办

奥运做贡献的同时% 也为国内防水业争

得了荣誉&

除了在国内承接大型项目的防水工

程% 龚富强还把防水做到了国外&

"++*

年%龚富强与北京一家建筑公司合作%承

接了莫斯科一个住宅小区的建筑防水项

目& 这是他第一次到国外去做建筑防水

项目& '当时%去的人是我从项城老家带

出来的施工队% 这些人也是第一次因为

做防水走出了国门 % 第一次赚到了外

汇& (说起把'防水(做到国外的事%龚富

强兴奋地介绍% 他的施工队不但把防水

做到了俄罗斯%还做到了赞比亚$刚果$

乌克兰等国家%把项城'防水品牌(推荐

到了国外&

三千工人每年带回近两亿元

现今 % 跟着龚富强做防水的
%+++

多名工人% 绝大多数是他的父老乡亲&

越来越多的人% 在龚富强的带领下% 在

北京从事防水捞到了人生第一桶金% 不

少人盖起了楼房% 买上了轿车% 日子过

得红红火火& 龚富强粗略估算了下% 他

们这些父老乡亲每年带回项城近两亿元

的工钱&

成功后的他没有忘记家乡& 他曾经

和村里几个能人一起筹资
"++

多万元%

为村里建了一所学校% 还出资为村子修

了一条长
&

公路的路&龚富强说%他准备

和村民商量下把村里过去的道路再重修

一下%让村民出行更方便&

'虽然自己在防水行业有了一些收

获%但市场竞争也很激烈%还要不断学习

和探索新的防水技术%把企业做大做强%

带领父老乡亲共同富裕&与此同时%将继

续为家乡办些实事% 为建设美丽家园作

贡献& (谈到未来打算时%龚富强的声音

铿锵有力&

核心提示

项城能捧回#中国建设工

程防水之乡$称号!可以说是

该市
%+

万防水#大军$汗水和

智慧的结晶& 在北京打拼多年

的龚富强!就是这支防水#大

军$中的一位优秀代表& 他经

历多年的摸爬滚打!成立了自

己的防水集团! 并带领
%+++

名项城老乡先后承接并出色

完成了奥运会游泳场馆水立

方'中央电视台新址'中国建

筑文化中心'中国海洋石油大

厦等重点工程的防水业务!年

产值十几亿元!在北京'上海

等大中城市建筑行业为项城

防水及家乡人民争得了荣誉&

龚富强)右*在接受采访

+,-./0123456789 !"#"$%&$:

同比增长(1,2

本报讯!记者 窦娜"

"+$&

年%我市经

济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% 城镇居民消

费支出增速明显& 据市统计局的调查资

料显示%

"+$&

年% 全市城镇居民人均消

费性支出
$0%0*3&*

元%比上年同期增长

(3,2

& 其中% 市民用在吃穿上的消费最

大%分别为
&&"-3$$

元和
""-%3,,

元&

食品花费占大头

随着城镇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

提高%人们对于'吃(更加讲究&

"+$&

年%

全市人均食品支出
&&"-3$$

元% 虽然在

八大类消费支出中增速不算过快% 但仍

是城镇居民消费的主体&

超市的大量涌现以及餐饮业的迅猛

发展% 为城市居民的消费提供了便利条

件% 也促进了人们对食品消费质量的提

升/ 人们的食品消费更加注重合理调整

膳食结构%追求食品的营养性$均衡性和

多样性%保健$环保的绿色食品备受人们

的青睐% 这些都是促使我市城镇居民食

品支出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&

衣着消费档次不断提升

爱美之心人皆有之% 每个人都喜欢

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& 随着生活水平

的提高% 我市城镇居民对衣着的要求也

由原来的 '好看 $ 实用 ( 转向了 '品

位$ 时尚(% 消费日趋高档化$ 个性化$

精品化&

"+$&

年%全市城镇居民人均衣着消

费
""-%3,,

元% 比上年同期增长
&-302

%

是
"+$&

年增长最快的消费支出&

交通通信支出略有增长

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% 高科技信息

产品的迅速普及% 通讯产品价格不断下

调% 各种现代化通讯工具更多地进入居

民家庭% 促使居民交通通信支出略有增

长&

"+$&

年%全市城镇居民人均交通和

通讯支出
$-"&3,-

元% 比上年同期增长

+3&2

&

居住条件不断改善

随着收入的增加% 人们对改善居住

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% 房屋装修等居住

支出有所增长&

"+$&

年%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居住支

出
$--"3""

元%比上年同期增长
03*2

&

家庭设备用品支出小幅增长

居民住房条件的改善% 促使添置家

具$ 家电消费的支出呈上升趋势/ 居民

对电冰箱$ 微波炉等耐用品需求逐步向

品牌化$ 高档化及节能环保型转变% 加

快了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的步伐&

"+$&

年% 全市城镇居民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

支 出
$&%"3%+

元 %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

$+3%2

&

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结构优化

受惠于国家对义务教育收费减免的

新政% 城镇居民教育文化支出结构越来

越合理化&

"+$&

年%我市城镇居民用于

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支出
$",,3"&

元 %

比上年同期增长
$$2

&

杂项商品及服务快速增长

"+$&

年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%人们

用于金银珠宝$化妆品$美容美发等个人

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% 城镇居民用于杂

项商品及服务支出是
*++3(0

元%比上年

同期增长
$%2

&

医疗保健支出有所下降

生活水平好了%居民保健意识增强%

人们由过去的被动就医转向积极预防%

在保健方式上也逐渐发生了变化& 日常

保健$定期检查$加强锻炼渐成时尚%医

疗保健支出有所下降&

"+$&

年%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

健支出
(&%30%

元%同比下降
,3%2

&

线索提供!胡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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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开设固定专栏进行报道

本报讯 !记者 李一"昨日% 记者从

市文明办获悉 % 为大力弘扬志愿者精

神% 进一步宣扬我市广大志愿者的精神

风貌% 让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更加常态

化% 从
%

月份起到
$$

月底% 市委宣传

部 $ 市文明办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

'寻找最美志愿者( 大型公益活动& 为

促使活动顺利开展% 本报将开设主题专

栏% 寻找全市最美志愿者% 并对其事迹

进行宣传报道&

本次活动的参评范围为近年来在我

市'学雷锋(主题活动中%积极参加关爱

他人$关爱社会$关爱自然等志愿服务活

动中表现突出的各类先进志愿者& 本次

活动采取自荐$ 推荐与记者寻找相结合

的方式进行&市委宣传部$市文明办成立

的'寻找最美志愿者(评选委员会将对参

与活动的志愿者进行综合考评% 在所有

上报及寻找展示的人选中评出
"+

名候

选人%经过公示后%评选出
$+

名最美志

愿者%并在'

$"

0

0

(国际志愿者日对评选

出的'最美志愿者(进行表彰&

全市各级文明单位$ 各类志愿服务

组织和社会团体推荐或个人自荐% 可以

将相关材料发送至市文明办志愿服务专

用邮箱)

4564789:$-%3;<=

% 或者拨打电

话 咨 询 推 介 )

("-,$$(

$

$%0,""--,%(

$

$0,,&$,$0**

&

西华县迟营乡椿树章行政村牛楼村村民李香
0+

多岁! 患有心脏病' 关节

炎!丈夫体弱多病!整天卧床不起!家庭特别困难!包村民警'西华县迟营乡派出

所长陈阳光了解情况后!将李香一家作为重点帮扶对象!只要来村里一定到李

香家里坐坐!嘘寒问暖!解决实事& 图为陈阳光带着慰问品到李香家里进行慰

问& 任君箫 李书洲 摄


